
Ω
中银研究产品系列

● 《经济金融展望季报》

● 《中银调研》

● 《宏观观察》

● 《银行业观察》

● 《人民币国际化观察》

● 《国别/地区观察》

作 者：范若滢 中国银行研究院

电 话：010 – 6659 2780

签发人：陈卫东

审 稿：周景彤

联系人：王梅婷

电 话：010 – 6659 1591

＊ 对外公开

＊＊ 全辖传阅

＊＊＊ 内参材料

2021 年 11 月 17 日 2021 年第 64期（总第 387 期）

全球能源短缺问题还将持续多久？＊

在疫情冲击、极端气候、绿色转型、流动性泛滥

等因素影响下，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大规模供需缺口，

能源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本轮全球能源短缺及价格暴

涨问题不仅影响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场，而且还波及通

胀水平、经济金融运行和政策走向等多方面。展望未

来，预计能源价格高位将持续至 2022 年年中，全球经

济通胀风险将上行。全球正在经历能源结构转型的阵

痛期，未来能源市场脆弱性将提升。建议将能源稳定

提高到战略高度，稳步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积极

推动新能源技术发展，关注未来通胀并稳定通胀预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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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短缺问题还将持续多久？

在疫情冲击、极端气候、绿色转型、流动性泛滥等因素影响下，全球能源市场出

现大规模供需缺口，能源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本轮全球能源短缺及价格暴涨问题不仅

影响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场，而且还波及通胀水平、经济金融运行和政策走向等多方面。

展望未来，预计能源价格高位将持续至 2022 年年中，全球经济通胀风险将上行。全球

正在经历能源结构转型的阵痛期，未来能源市场脆弱性将提升。建议将能源稳定提高

到战略高度，稳步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积极推动新能源技术发展，关注未来通胀

并稳定通胀预期。

一、近期全球能源短缺问题愈演愈烈

近期，全球能源短缺问题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与历史上不同的是，本轮能源

危机表现为一次、二次能源（图 1）的双重短缺和价格上涨。

图 1：能源分类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研究院

一方面，天然气、原油、动力煤等一次能源价格暴涨，纷纷创下近年来新高。天

然气成为本轮能源价格上涨的领头羊。截至 10 月底，IPE 英国天然气、中国动力煤、

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分别报 167.5 便士/色姆、1130 元/吨、84.38 美元/桶，同比涨

幅分别高达 303%、91%和 125%（图 2）。

图 2：传统一次能源价格上涨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另一方面，受主要化石能源价格暴涨的推动，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电力价格

出现大幅上升。2021 年 8 月，美国电力平均零售价为 11.65 美分/千瓦时，2021 年 6

月，欧盟居民用户电价为 21.92 欧分/千瓦时，均刷新近年来的最高纪录（图 3）。同

时，中国动力煤价格与电价倒挂导致发电企业亏损严重，多省市出现供电紧张、拉闸

限电，能源安全、供应链安全问题凸显。

图 3：欧盟（左）与美国（右）电价上涨

资料来源：Eurostat，EIA，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本轮能源危机是长短期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一）疫情冲击全球能源生产、运输等环节，导致疫情后出现大

规模能源供需缺口

从供给端看，疫情期间工作人员感染病毒、隔离防控举措，给能源项目建设、能



源设施运维带来较大影响。这导致天然气、原油等能源的产能出现明显下降。2020 年

底，全球天然气钻机数仅为 279 部，同比下降 34.04%；全球石油钻井平台数仅为 1170

个，同比下降 46.45%（图 4）。2021 年以来虽有所恢复，但仍处于历史低位。在本次

能源危机震中的欧洲，天然气储量比近 5 年平均水平低 16%，处于历史新低。2021 年 9

月底，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负荷水平仅为 74.7%，远低于 2019 年的 97%，为近十年

来最低水平。从需求端看，随着疫情形势好转，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带来能源需

求增长，能源需求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图 5）。但由于能源供给弹性小、恢复速度慢，

导致能源供需缺口持续扩大，进而推动能源价格大幅上涨。

图 4：疫情后石油、天然气产能下滑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5：主要经济体石油需求量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资料来源：OPEC，中国银行研究院

同时，全球供应链受阻，大幅提高了能源运输成本。受疫情影响，全球港口运作

效率明显降低，物流时间拉长、货物周转率变慢，塞港、塞船现象渐成常态，海运费

用暴涨。2020 年 5 月以来，全球集装箱运价指数（WCI）大幅上涨 380%左右。值得注

意的是，供应链问题还反映在食品方面，影响了居民日常生活，英国超市货架被抢购

一空，韩国部分餐馆食材短缺，美国学校食堂面临鸡肉、面包等货源断供的问题。

（二）极端气候因素进一步加剧了能源供需矛盾

夏季罕见高温驱动居民部门用电需求大幅增长。2021 年夏季，全球经历了一轮罕

见的高温天气，显著提升了居民部门的用电需求。欧洲气温异常现象尤为突出。哥白

尼气候变化中心报告显示，欧洲 6-8 月的平均地表温度较前 20 年间的平均值高出接近

1℃，成为欧洲历史上温度最高的夏季。

极端气候还导致新能源发电量骤降，火电的替代需求激增。欧洲电力能源结构中

新能源占比较大，风力、水力、核能共占 52.5%。但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较大。从

2021 年初以来，欧洲长时间出现超高压天气，海上风速大幅下降，导致风力发电量骤

降。同时，美国遭遇百年难遇的干旱天气，水力发电大幅下滑（图 6）。风电、水电供

给的明显下降，导致火电的替代需求激增，最终导致天然气、原油、动力煤等传统能

源价格大涨。

图 6：美国水力发电量 2021 年以来明显下降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三）全球绿色转型更是加剧了能源结构性矛盾

全球的能源结构正逐渐从传统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尤其在受到疫情冲击

后，大量能源企业为维持自身现金流而大幅缩减传统能源相关业务资本开支，开采意

愿低迷（表 1）。2021 年起，全球碳中和进程加速推进，碳排放管控愈发趋严。以欧

盟为例，2020 年末，欧盟议会提出 2030 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从 40%提高为 55%。

表 1：全球主要石油公司削减开支情况

公司 传统能源业务的削减开支的主要情况

壳牌

（Shell）
将上游部门的石油、天然气生产支出减少 30%－40%

英国石油

（BP）

2030年前将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从 2019年的 260万桶油当量/天降至

150万桶油当量/天，炼厂产能从 2019年的 170万桶/天降至 120万桶

/天
雪佛龙

（CVX） 下调长期资本支出，从 190-220亿美元压缩至 140-160亿美元

埃克森美孚

（XOM）
削减约 1/3的新项目资本支出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研究院

能源转型型天然气需求的明显增大，天然气成为本轮能源价格上涨的领头羊。天

然气的碳排放量低于煤炭、石油，且比可再生能源稳定，是能源转型过渡期的理想选

择。近年来，天然气在全球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大幅提升。2016-2019 年间，全球天然气

消费年均增速为 2.94%，明显高于煤炭（-0.15%）和原油（1.07%）。中国天然气用量

也呈显著增长态势，“十三五”期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从 5.9%提高

至 8.5%。随着我国供暖领域煤改气进程的不断深入，叠加“双碳”目标下压减燃煤发



电的刚性要求，未来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将进一步上升。

（四）全球流动性泛滥进一步增强了能源的金融属性

为对冲疫情影响，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

动性处于极度充裕的状态。2020 年，美国和欧元区 M2 同比增速分别高达 24.93%和

11.7%。疫情后全球经济恢复、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因素推升了金融市场活跃度，金融市

场炒作投机加剧。大量资金涌向了能源期货市场，全球期货交易量明显增多，对能源

价格上涨产生显著的放大效应。天然气期货管理基金多头持仓量从 2020 年 1 月的 15.7

万手提升至 2021 年 9 月的 27.8 万手；WTI 原油期货管理基金多头持仓量从 2020 年 2

月的 23.14 万张提升至 2021 年 2 月的 42.93 万张。

三、未来全球能源问题的几大判断

（一）能源价格高位或将持续至 2022 年年中

短期来看，能源供需缺口仍将持续。一方面，可能到来的极寒冬季将进一步推升

用电需求。随着冬季供暖季到来，整体用电需求、尤其是火电发电需求，往往迎来明

显的季节性回升（图 7）。美国大气与海洋管理局（NOAA）、能源信息署（EIA）的最

新预测显示，2021 年冬季大概率出现极寒天气。考虑到传统能源品供应短期难以放量，

极寒冬季的到来可能使得全球能源短缺问题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脆弱的全球供应

链短期内难以修复。不同国家间疫苗接种程度不均衡，疫情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给

供应链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将持续。同时，前期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直接财政补贴、国家

间的边境封锁等原因导致劳动力参与率明显下降，全球劳动力短缺问题严峻，对供应

链修复形成明显制约。



图 7：美国天然气（左）和煤炭（右）消费均呈季节性特点

资料来源：EIA，中国银行研究院

长期来看，能源市场正朝再均衡方向发展。随着能源产能逐渐恢复、全球流动性

拐点到来，能源价格或将高位回落。其一，能源供给约束已有所放松。俄罗斯已承诺

向欧洲提供更多天然气，OPEC+在 11 月份维护增产计划、北美页岩油复产也在持续推

进，中国政府加大了煤炭市场调控力度，三大传统能源产量有望稳步提高。同时，在

冬季取暖季过后电力能源需求将趋弱，能源市场短缺问题有望缓解。其二，全球央行

货币政策的拐点正在到来。美联储已于 11 月份宣布开启缩减购债计划，此外，已有韩

国、俄罗斯、智利等国家开始加息。未来全球流动性将逐步收紧，投机资金将从能源

期货市场撤出，可能引起能源价格快速下滑，需要后续重点关注。

（二）全球正在经历能源结构转型的阵痛期，未来能源市场脆弱

性将提升

在全球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类似本轮能源短缺现象将更为频繁地出现。随着越

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做出承诺（表 2），传统能源产能

的下滑将是大趋势。但风力、水力等绿色能源存在更易受气象因素影响、波动较大的

劣势。考虑到储能设备高额的成本，距离大规模投入、使用或仍需一段时间。在此过

程中，绿色能源完全替代化石能源的条件并不成熟，未来能源稳定性可能将成为影响

经济运行的新因素。

政策如何把握实现碳中和目标与维护经济运行稳定间的平衡，将是考验各国政府

的重要命题。就中国而言，2021 年以来中国推进绿色转型的速度显著加快，出现了部



分地区对于减碳减排的节奏和力度未能合理科学的安排，为完成目标而采取不切实际

的“运动式”减碳做法。这导致国内煤炭产量的急剧减少，发电企业因煤炭价格上涨

而承受巨大成本压力，供电不足，出现全国多省限电限产现象，对企业正常经营带来

较大冲击，甚至影响到居民的正常生活。

表 2：全球已规划碳中和的部分国家和地区情况

承诺类型 国家和地区 规划时间

已实现 不丹、苏里南

已立法
瑞典 2045 年

英国、法国、丹麦、新西兰、匈牙利 2050 年

立法中 韩国、欧盟、西班牙、智利、斐济、加拿大 2050 年

政策宣示

乌拉圭 2030 年

芬兰 2035 年

奥地利、冰岛 2040 年

美国加利福尼亚 2045 年

葡萄牙、哥斯达黎加、马绍尔群岛、斯洛文尼

亚、南非、日本、中国香港
2050 年

中国 2060 年

印度 2070 年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银行研究院

（三）未来全球经济通胀风险上行

欧美 CPI 构成中能源占比大，能源价格上涨会直接推升 CPI 涨幅。在美国 CPI 构

成中，能源占比较大，约为 6.5%左右。2021 年 9 月，美国 CPI 同比涨幅为 5.4%，其中，

能源 CPI 同比涨幅为 24.8%，可估算出 9 月当月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 CPI 涨幅的贡献约

为 1.6 个百分点。欧洲通胀也明显走高。2021 年 10 月，欧元区调和 CPI 同比涨幅为

4.1%，核心 CPI 同比涨幅为 2.1%，均创 13 年以来新高（图 8）。

图 8：美国（左）、欧元区（右）CPI 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能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价格上涨将进一步传导至其他商品

和服务价格。其一，能源价格上涨导致发电成本增加，电价上涨，进而推升整体制造

业成本。其二，日常生产生活中常见的农药、化肥、清洁剂等用品的原材料中均需要

用到原油等能源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将明显推升相关产品成本。其三，能源价格还体

现在交通运输、通信等服务成本上，推动相关服务价格上涨。

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将加剧通胀预期。通过美国国债名义收益率与实际收益率

（同期限美国通胀保护国债 TIPS 收益率）得到的盈亏平衡通胀率是衡量市场对未来通

胀水平的常用指标。2021 年以来，该指数明显走高。10 月份，美国国债市场 5 年期通

胀预期有纪录以来首次升至 3%，10 年期通胀预期也升至历史高位（图 9）。此外，根

据 2021 年 11 月美联储纽约银行消费者预期调查，市场预期美国通胀率将于一年内上

升至 5.4%，创近年来新高。通胀预期容易自我强化，并推动通胀螺旋式上涨，未来值

得进一步关注。



图 9：美国 TIPS 收益率与通胀预期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四、中国应对相关建议

第一，将能源稳定提高到战略高度。受绿色转型、地缘政治、供应链重构等因素

影响，能源调整与结构性冲击将是全球性挑战，能源脆弱性问题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

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在推进碳中和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需要从战略高度

看待能源供给的稳定性，丰富能源来源渠道，确保能源获取的安全和稳定。以夯实国

内能源产量为基础，保障煤炭供应安全，保持原油、天然气产能稳定增长。推动中长

期储能建设，加强煤炭储备能力，扩大油气储备规模。扩大与能源国家的合作，巩固

传统中东原油进口供应，逐步拓宽其他能源地区供应，以能源安全通道为重点加强

“一带一路”建设。

第二，稳步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也将

是今后重要的政策主线。需要科学把握能源变革的规律，制定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的能源转型路线。明确煤炭目前仍是我国主要能源供给，通过优化煤电结构、淘汰高

排放的工业锅炉窑炉等方式提高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水平，而不是不切实际地短期大

幅压缩煤炭供应。重视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调平衡关系，增强能源系统应对冲击能力。

建立完善纠错纠偏机制，给市场主体留下一定的调整时间和余地。地方政府要按照中

央要求不搞“一刀切”或“运动式”减排，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减碳措施，

避免对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带来不必要的冲击。

第三，积极推动新能源技术的发展。正如先进的钻井和水平压裂技术推动了美国



“页岩气革命”的成功，新能源真正替代传统能源也有赖于技术创新。未来需要积极

推进能源科技进步，加快我国自身能源技术创新，发展碳捕获技术，政策层面可加大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支持力度，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可借鉴美国国家能源

实验室模式，支持能源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战略储备技术研发。加强与先进能

源科技大国的技术合作，对国际先进能源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第四，关注未来通胀情况，稳定市场预期。加强对重点物资生产、供应、流通、

价格的监测，及时发现苗头性、潜在性问题，妥善采取应对措施。加大与市场的沟通，

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通过发布经济预测数据，更加清晰地向市场表达宏观经济前景。

及时解释市场异像，传递政策意图，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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